
乡村振兴纪实

� � �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肖洋桂 李杰
胡宏英 陈春喜 ）8月15日上午， 骄阳似
火。“现在正是晚稻扎根生长关键时候，
青山泵站及时提灌， 禾苗没有受旱。”临

澧县修梅镇沃沙村村民张名玉来到田埂
边排水，看稻禾长势良好，放下心来。

进入6月以来，临澧县持续出现晴热
高温天气，降水较去年同期减少约三成。

为缓解旱情，该县青山水轮泵站灌区管
理局根据县防指调度， 从澧水取水，先
后进行了3轮灌溉， 累计提水4000多万
立方米，为停弦镇、修梅镇、佘市镇、太
浮镇、 四新岗镇等乡镇20余万亩农田
“解渴”。

目前，青山水轮泵站满负荷提水，干
渠沿线乡镇安排人员24小时分班值守，
保证清泉有序流入田中。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杨万里 邓薇）8月15日晚到16日上
午，永州市零陵城区普降大到暴雨。据区
气象部门提供的数据 ,� 城区降雨量达
170.4毫米。其中，今天6时30分到10时30
分，零陵气象站测到城区降雨量达152毫
米，属特大暴雨。城区部分路段和低洼地
出现积水，消防官兵先后疏散转移100余

名群众。
据零陵31个区域气象测报站测报，

从8月15日晚到16日上午，全区平均降雨
量为63.1毫米，全区16个乡镇（街道）约半
数地方降暴雨。其中，邮亭圩镇平均降雨
89.6毫米，富家桥镇降雨82.4毫米，珠山
镇降雨72.5毫米。

暴雨导致零陵城区出现内涝。 城区

南津北路九中塘小区、 解放路正大街太
平门一线、河西朝阳公园门口、零陵区杨
梓塘科技学院门口豪庭百货、 黄古山路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零陵区教育局家属
宿舍和教师进修学校、珠山镇老停车场、
红太阳公路局、富家桥镇洋河村等十几个
城区居民小区、 沿河线低洼地区和部分
乡镇被迅猛推高的水位淹没，导致内涝，
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危急关头，
零陵区消防大队出动官兵50余人次，车
辆10余台次，抢险救援工具10余件套，连
续奋战8个多小时，用血肉之躯架起生命
通道，成功疏散转移100余名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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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钟广宇 尹萍）今天上午，岳阳市
岳阳楼区洪家洲社区党支部书记汪子娟
召集居民代表会商决定：社区所有活动室
周日面向居民开放, 社区工作人员跟班服
务。区民政局局长刘玉平告诉记者，该区
近年来创建了14个特色社区，先后获评多
个“国字号”荣誉。

2015年7月，岳阳楼区获批为全国社
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3年来， 该区
秉承“让服务离群众更近一点”的理念，

实施“网格化+服务”， 以“一公里”为服
务半径，打造了就近入学、就近诊疗、健
身休闲、社区警务、政务服务5个“一公里
公共服务圈”,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社区网格化管理、社区居
民自治“三合一”的社区治理服务新路子。
鹰山社区、郭亮社区获评“全国特奥运动
示范社区”。

该区投入2.8亿元，新建改扩建便民
服务用房31处，新建40个社区服务窗口，
建成标准化社区服务平台107个，实现社

区服务用房达标覆盖率100%。 以深化
“放管服”改革为引领，该区积极推进“最
多跑一次”改革，消除了群众在办事过程
中的“痛点”。万家坡、杨树塘、枫树新村
等社区荣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
区”。

岳阳楼区将民生实事尽收“网”中。以
“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覆盖、动态调
整”为权责，将107个社区（村）划分为652
个网格，建立起“数字网格”和“电子地
图”。3年来， 累计处理网格事件3万余件，

办理低保、医保、居住证等各类服务事项
73万多件，居民尽享“网格化+服务”红利。

同时, 该区整合社区党员议事会和居
民议事会，建立起“支部挂帅、格格（网格
员）点题，党员牵头、乡贤助力，部门参与、
群众满意”的“群英断是非”社区共治模
式。洪家洲社区依托大厂企业打造家园品
牌；新城社区“微心愿树”让居民的心愿变
成现实；岳阳楼社区“五老”志愿宣讲队协
调居民纠纷。目前，全区460个社团组织，
成为社区治理生力军。

� � �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刘相知）衡东县新塘镇潭泊
村柑橘种植大户周文峰家的柑橘园急需
追肥。老周随手点击衡东“供销帮农”手机
APP电商平台， 购买1吨复合肥料、4件除
草剂，在线支付5800元货款。没过多久，新
塘镇供销惠农综合服务中心销售人员，开
着物流配送车，把肥料、除草剂送到柑橘
园。这是衡东深化供销改革，给农民带来
方便、实惠的一个镜头。

据介绍，2000年衡东供销社实行改制
前， 全县仅有新塘、 大浦等7个乡镇供销

社，员工1500多人，大小网点100余个。去
年10月，该县开展供销合作社改革，与该
县新三湘农资公司开展股份合作，建立新
塘镇供销惠农综合服务中心，为农民和各
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农资供应、配方
施肥、农机作业、统防统治、电商服务等系
统化经营服务。

该县还加强乡镇基层供销社的改造
升级，把乡镇基层社改造升级纳入县财政
预算，依托基层社探索建立乡镇级惠农服
务中心，并整合现有涉农资金支持乡镇基
层社开展为农服务。目前，该县在新塘、杨

桥等11个乡镇建立基层供销惠农综合服
务中心，并在大浦镇三才村等30个村设立
供销惠农综合服务站。乡镇服务中心的农
资经营实行连锁直销、配送到户，农产品
购销采取订单种植、保底收购。

同时，县供销合作社还设立衡东“供
销帮农”电商分站平台，为群众提供水电
费代缴、快递收发等便民服务。上半年，
“供销帮农” 共帮助当地农户销售黄贡
椒、葡萄、贵妃鸡等农副土特产品近200
万元，销售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
4000吨， 为农民节约生产成本100万元

以上。
截至7月底， 县供销合作社共领办创

办生态种养、苗木花卉等各类农民专业合
作社65个。今年，该县被评为全省深化供
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惠农综合服务工程示
范县。

� � �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员 张佳妮）
今天上午， 长沙高新区麓谷街道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
心导医台前，参加免费“两癌”筛查的已婚育龄女性络
绎不绝。32岁的黄女士是高新区企业梦洁家纺入职不
到一个月的新员工， 填写了宫颈癌和乳腺癌两项癌症
筛查服务的申请登记表，随后到诊室接受筛查。不到1
个小时，免费“两癌”筛查就结束了。该服务中心负责人
说，如果将疾病防控关口前移、从源头做起，这两类早
期癌症和癌前病变的治愈率可达90%以上， 将大大提
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今年，长沙高新区设立专项资金，用于麓谷园区已
婚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检查服务， 并在全市率先
打破户籍和年龄限制， 将居住及工作在高新区的非户
籍人口纳入免费检查范围， 并将年龄阶段由35岁至
64岁扩大到20岁至64岁。据了解，此次升级版的免费
查治将麓谷所有企业纳入了服务范围， 只要是工作在
高新区的20岁至64岁的已婚育龄女性，均可到所在村
（社区）或工作单位以团体预约报名的方式享受定点医
院的免费妇女病查治服务。

此次服务由高新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联合多部门
共同开展，邀请市妇幼、市四医院专家下驻各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参与检查服务，确保了服务的优质可靠。

衡阳县：
酃渌黄酒产业园启动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近日，湖南酃渌酒
业黄酒产业园项目在衡阳县西渡高新区
启动建设。项目投产后，将年产“西渡湖之
酒”3万吨，解决上万名劳动力就业，年创
税收3000万元以上。据了解，湖之酒古称
酃酒，在北魏时就成为宫廷贡酒。湖南酃
渌酒业黄酒产业园项目为今年衡阳县招
商引资重要成果之一，拟规划建设一个集
湖之酒生产销售、文化展示、康养旅游等
于一体的园林式黄酒产业园。

桂东：
电商助黄桃走出大山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廖骏 梁园宇）连日来，桂东县沤
江镇禾平村的黄桃种植户们一到下午，就
开始把采摘好的黄桃进行选拣、 包装、封
箱、发货，通过电商平台销往省外。目前是
该县黄桃上市旺季，全县预计产黄桃100万
公斤以上。该县引进京东、湖南东谷云商
集团等10多家电商，积极对接黄桃种植基
地和果农。 同时借助县里已建立的200多
个农村配送网点，联合顺丰、申通、圆通等
快递公司20多家，进行物流配送。目前桂
东黄桃每天销量保持在3万公斤左右。

麻阳：
治爆缉枪消除治安隐患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刘昌宏）8月14日， 麻阳苗族自治县
公安机关将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的李某某
移送县检察机关起诉。这是去年来该县公
安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起诉的第20件涉
枪涉爆案， 共移送起诉犯罪嫌疑人25人。
去年来，为消除治安隐患，麻阳公安机关
开展治爆缉枪专项行动。至今年7月，共发
现涉枪涉爆线索172条， 侦破涉枪涉爆刑
事案件46起，抓获涉案人员53人，缴获各
类枪支153支、子弹138发、炸药1396公斤、
雷管44755发。

实施“网格化+服务”，打造5个“一公里公共服务圈”

特色社区“离群众更近一点”

����“供销帮农”给群众带来实惠
综合服务网点深入乡镇和村，电商平台服务到家

新闻集装

零陵区普降大到暴雨

消防官兵疏散转移100余名群众

青山水轮泵站满负荷提水灌溉

临澧20余万亩农田“解渴”

产业扶到户
脱贫有门路

8月15日， 桑植县澧源
镇西界村，资深养殖户为村
民讲解蜜蜂养殖知识。该村
是国家级贫困村。 近年，扶
贫工作队结合贫困户的实
际情况， 帮助106户贫困户
发展蜜蜂养殖、反季节蔬菜
种植和鹌鹑养殖等产业，帮
助贫困村民增收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陈晴 摄影报道

长沙高新区推出
免费“两癌”筛查

� � �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
“这株几乎和华容建县史同龄的古银杏已经挺过了‘危
险期’，化险为夷！”8月15日，经过林业专家复诊，受旱
情和病虫害侵袭1个多月的华容县桃花山千年“银杏
王”在当地林业植保人员全力救治下成功脱险，恢复了
生机。

6月以来，由于持续高温少雨，位于华容县东山镇
桃花山上的一株千年银杏树遭遇严重缺水旱情和卷叶
蛾病虫害，枝叶大面积发黄枯萎，情况一度危急。

“这株千年银杏生长于一处深山密林坡地，树干高
达30米。一开始，我们采取人工运水浇灌结合高压喷
雾机打药、烟剂熏杀等手段防治，效果都不理想。”华容
县林业部门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为彻底解决病虫害和
旱情对千年“银杏王”的侵袭，县林业局第一时间请来
省市林业专家现场会诊，组织技术力量对“银杏王”进
行无人机撒药“飞防”和人工高梯喷防，发动劳力清除
大树周边灌木杂草通风透气， 开挖导流沟引来山泉水
浇灌。经过针对性抢救，威胁千年银杏的旱情和病虫害
最终得到有效控制。

据介绍，华容县目前共有百年以上的古树369株，
包括银杏、大叶榉、马尾松等多个珍稀树种。为保护好
县内古树名木，华容县发布了古树名木保护名录，对每
株古树均独立建档、配挂保护标志牌，实行定期动态监
测。 此次成功获救的千年银杏树龄已有1700余年，是
目前华容尚存的3株国家一级保护古树名木之一，也是
其中树龄最大的1株，去年被省林业厅评为“湖南最美
银杏王”。

引山泉 灭虫害 除杂草

千年“银杏王”
今日且安好

双牌“避暑游”红火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潘芳）

“一个只有22摄氏度的夏天，您该去阳明山避暑。”进入
酷暑，一条广告从双牌县不胫而走，“引爆”双牌县“避
暑游”。8月15日，记者从该县旅游部门获悉，6月1日至
8月10日，全县接待旅游人数同比增长30%以上。

双牌县是全国22个重点林区县之一，全县森林覆
盖率达80.5%。近年来，该县全力发展生态旅游。今年，
该县依托当地高山茂林、流水潺潺的优势，进一步开发

“避暑游”，打造以日月湖沿线景点为主线的日月湖生态
休闲旅游带，以阳明山为主体的大阳明山旅游区，以坦
田村、访尧村为重心的古村风情旅游区，还建成了华中
地区第一个、全国第六个国际慢城———泷泊国际慢城。

同时，双牌县大力建设智慧旅游服务平台，启用线
路导航、语音导游、实景导视、景区导览、商品导购等，
给游客带来便捷、 舒适的服务。 还在全县开展旅游知
识、旅游服务等培训，形成“人人都是讲解员”“个个都
是导游员”，推动“避暑游”持续升温。在该县阳明山国
家森林公园“阳明客栈”农家乐，店主人高兴地说，这些
天，餐饮、住宿天天客满。

中方：
举办铁坡金秋梨采摘节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雷鸿涛 汤惠芳
杨斌）梨子熟了，果实压枝。8月12日，中方
县首届铁坡金秋梨采摘节在铁坡镇梨花
村举行。 铁坡镇是中方县金秋梨特色乡
镇，目前种植金秋梨1万余亩。这次举办采
摘节， 推出了好玩的金秋梨游园采摘体
验、“梨王”评选等活动。近年来，中方县按
照“一乡多品”“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推
广铁坡金秋梨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种
植,并采取大户带动、股份合作、委托帮扶、
订单服务等方式，使金秋梨成为了众多百
姓致富果。

周俊 邹娜妮 曹健领 王玖华

车行在蜿蜒的水泥马路上， 一栋栋
小别墅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 成片的向
日葵迎着朝阳……8月13日，走进双峰县
印塘乡嘉园村， 一幅幅美丽的乡村景象
次第展开。

3年前， 该村是一番截然相反的景
象。 村党总支书记邓建雄介绍：“年轻劳
动力外出打工，村里80%的田土抛荒，10
余口水塘变成了臭水池， 看得人心里发
慌。”

“现在，荒地重新种上了庄稼，池塘
里鱼儿扎堆，不仅通了马路，就连环境也
大为改善。”走在田垄上，邓建雄指着一
眼望不到边的向日葵感慨万千，“乡村越
来越美、生活越来越好！”

变化从对口帮扶单位双峰县委统战
部为嘉园村制定的“农业+旅游”发展战

略开始。
“村里有耕地1919.3亩，水源充足，农

业基础很好， 主要是没有一个产业把资
源发挥出来。” 乡党委委员唐育松说。为
此，帮扶干部利用统战优势，依托“同心
美丽乡村”创建契机，引导非公企业双峰
招通农业开发公司， 带动村民们改革种
养模式，发展“稻－鱼－葵”立体农业。

2016年， 招通公司投资3000多万
元，建立1060亩的“稻－鱼－葵”综合种
养产业园。产业园与村里签订合作协议，
引导9个组920人就业， 帮扶贫困户56户
158人。如今，已打造出鱼香米、稻田甲
鱼、稻花鱼、葵花油四大绿色产品，实现
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水田里种植优质稻谷， 周边开挖沟
壑养殖甲鱼，田垄和旱地穿插向日葵。放
眼望去， 稻浪之间点缀着一串串“小太
阳”， 不时有甲鱼爬出沟壑吞食蚊虫，俨

然一幅生态画卷。
“我们都是原生态种养，米可以卖到

每公斤36元，甲鱼每公斤240元，葵花油
更是抢手货。” 公司总经理胡爱兰说。去
年，产业园产值达到786万元，利润达200
余万元。

产业园维护都需要大量人工， 产业
园给村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参加产
业园合作的村民捧起了“绿饭碗”，按照
每亩每年400元租金标准流转土地，年底
有分红， 劳动按100元每天计算工分，人
均年收入达1万元以上。

从生活“捉襟见肘”，到现在“腰包里
有了闲钱”；从遍地抛荒，到鱼米之乡，嘉
园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实现了蝶变。目
前， 全村1200多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人均纯收入达到10360元。参与发展
“稻－鱼－葵” 立体农业的158名贫困人
口，人均年收入突破了2万元。

“抛荒村”变成“鱼米之乡”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8月 16日

第 2018221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11 1040 323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658 173 113834

0 4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8月16日 第2018095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10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4511352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8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780501
1 21727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89
62527

1138281
10799822

39
2236
44429
423708

3000
200
10
5

0911 21 26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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